
Netask - 使用手冊_系統設定

以最簡單最直覺的視覺化方式來做部門調整、權限控管、職務分配等人事與

系統方面的管理，而公司行事曆的設計更讓企業能有效發佈企業年度計畫，

讓員工有所依循。 

 

 

第十四章 系統設定 - 功能說明

系統設定介面一進入後，畫面區分成三塊，最

上方的是「工具選單」，左方是「樹狀結

構」，右方是「成員列表區」。  

上方的工具選單

 

 

各功能說明如下： 

 

新增成員 新增組織成員。(新增成員的方式有二種，由成員自行申請、或系統管理者幫忙

建立)

新增部門 點選新增組織部門。

尋找成員 點選尋找成員。

組織設定 與組織相關的設定皆在此調整，相關設定有「資料設定」、「模組設定」、

「 組織架構調整」、「整體行事暦」、「公用書籤」。

系統資訊 顯示組織所有成員的「登入記錄」、「程式使用統計」與「硬體資訊」。

匯出匯入 系統管理者可藉由此功能來匯出自己所需要的人事表格。(欄位可自訂)

檢視流量 可檢視所有成員的「手機簡訊發送」、「上傳記錄」、「下載記錄」，也可設

定這些記錄的方式。

目前序號 點選檢視Netask 的購買版本，使用人數等相關資訊，並可輸入新的序號。

重新整理 點選即可更新你所檢視的頁面。

左方的樹狀結構

樹狀結構主要區分為三個根目錄，由上到下分別



 

是：組織名稱、無部門成員、待審核成員、停職

成員。 

  

 

組織名稱：組織所有部門的總集合，可以由此樹狀架構來看到所有的部門。 

無部門成員：一般來說，所有成員都一定要被分派到最少一個部門，若有成員因

為在部門重整或是系統管理者設定錯誤等，則會有成員沒有部門的例外狀況。此

時系統會預設將這些成員置放於此，方便系統管理者檢視並做處理。 

待審核成員：新成員所申請的帳號會被歸類到此，等待管理者來審核通過。 

 

停職成員：當成員的「在職設定」被設為「離職」時，則該成員會自動被歸類到

此。 

右方的成員列表區

 

 

 

預設進入後是組織成員的所有列表，當點選左方的各個部門，則是過濾的功能，僅列出該部

門的成員。 

最上方會寫著「目前檢視：xx部門」告知使用者目前所在的部門，使用者亦可從左方的樹狀

架構來得知目前的檢視部門，每個部門的右上方皆有「編輯部門」 「刪除部門」二個按

鈕。(根目錄檢視所有成員處則無此二個按鈕) 

點選「編輯部門」的按鈕後，可對部門的「名

稱」、「部門所屬成員」、「部門主管」「成

員是正職還是兼職」做修改。 

 

點選 「刪除部門」的按鈕後，則可將此部門刪

除。 



成員列表的欄位： 

 

清單模式下的欄位有七，分別是編號、部門、職稱、姓名、分機、年齡、到職日。 

 

使用者可點選欄位名稱做排序，在點選欄位名稱做排序後，旁邊會出現↑↓符號，代表由大

排到小與由小排到大的兩種排序方式，使用者可再點選 ↑↓符號來做進階排序。 

 

編號 成員的代號。

部門 成員所屬部門。

職稱 成員的職稱。

姓名 成員的姓名。

分機 成員的分機。

主要電話 分有「不顯示」、「住家電話」、「手機號碼」三選一，顯示方式則由「編輯

員工基本資料」裡決定。

到職日 成員到組織的日期。(西元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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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系統設定 - 成員基本設定

新增成員 - 成員自行申請

 

當新成員自行申請完帳號後，系統會

將它置放於「待審核成員」裡，管理

者可在裡面點選任一待審核成員；進

行審核動作。

 

需審核的欄位如下： 

 

(若新成員所填寫的資料不夠完整或有誤，管理者可自行更改該成員的資料，或退

回請該成員重新申請) 

 

按鈕說明：  

 

執行確定後，則會進入一頁面「檢視個人資料」，右上方則有「變更密碼」 「編

輯基本資料」「在職設定」「權限設定」四個按鈕做詳細資料編輯的動作。 

 

成員帳號 需填寫帳號、密碼、密碼確認欄。

成員基本資料 姓名(中文)(英文)、生日、性別、婚姻、最高學歷、住家電話、

手機號碼、主要電話、個人電子郵件、個人網站、通訊住址、個

人簡介。

審核通過 核準新成員的申請。 (系統會發信給申請人) 

退回 退回新成員的申請。( 系統會發信給管理者、申請人 )

回上一頁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新增成員 - 管理者自行建立

 

點選「新增成員」後即可進

行新增的動作。 

  

 



所需填寫的欄位如下： 

 

(成員帳號及成員基本資料中若有必填欄位，則會加 * 號提醒，人事資料與家庭資

料預設為關閉，不需填寫) 

 

按鈕說明：  

 

執行確定後，則會進入一頁面「檢視個人資料」，右上方則有「變更密碼」 「編

輯基本資料」「在職設定」「權限設定」四個按鈕做詳細資料編輯的動作。 

 

成員帳號 需填寫帳號、密碼、密碼確認欄。

成員基本資料 姓名(中文)(英文)、生日、性別、婚姻、最高學歷、住家電話、

手機號碼、主要電話、個人電子郵件、個人網站、通訊住址、個

人簡介。

人事資料 戶籍地址、籍貫、身份証字號、兵役、精通的語言、略通的語

言、相關認証、專利發明、擅長的軟體或程式語言、其它專長、

過去經歷一、二、三。

家庭資料 父、母、親人一、二、三、緊急聯絡人、緊急聯絡電話。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變更密碼

 

系統管理者可以最高權限的方式

進入系統，並幫其它的帳號做變

更密碼的動作。 

 

系統管理者不需知道欲變更密碼者的原密碼，只需幫其輸入新的密碼即可，且該

使用者可事後再自行變更密碼，方便系統管理者處理常常有使用者忘掉密碼的處

理問題。  

 

按鈕說明：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重設 回復為之前的狀態。

編輯基本資料

 點選後即可編輯該帳號的詳細基本資

料，分為「成員基本資料」「人事資



料」及「家庭資料」，編輯完後再按

「確定」按鈕即可完成編輯。 

按鈕說明：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重設 回復為之前的狀態。

在職設定

 

成員在職設定主要設定有關職務、部

門上的設定，選項如下：成員編號、

到職日、在職狀況、主要部門、主要

職務、兼職部門、兼職職務、分機號

碼、薪資轉存帳號、編修資料、人事

專用備註欄。 

 

其中的編修資料，若勾選此欄位，則代表開放成員自行編修人事資料，該成員在

檢視自己的資料時就可以自行編修。  

 

按鈕說明：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重設 回復為之前的狀態。

權限設定

可設定該成員對每個程式的執行使用

權限，選項如下：電子郵件、網路硬

碟、通訊錄、公告欄、討論中心、工

作清單、行事曆、網路書籤、傳閱管

理、預約管理、專案管理、系統設



 

定。  

 

其中有一個「複製權限」的功能，複

製權限的功能可快速的將其它成員的

管理權限的設定複製過來，方便使用

者在設定權限時可以快速複製相同的

權限。 

 

按鈕說明：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重設 回復為之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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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系統設定 - 尋找成員 

尋找成員

 

尋找成員的頁面有四個選項供使用者

點選方便尋找成員。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按鈕說明： 

 

關鍵字 輸入欲查詢的關鍵字。

分機 成員的分機號碼。

編號 成員在組織裡的編號。

部門 下拉選擇成員所屬的部門。

開始查詢 點選後開始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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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可在此做組織整體設定，設定主內容分有「資料設定」、「模組設定」、「組織架構

調整」、「整體行事曆」、「公用書籤」。 

第十四章 系統設定 - 組織資料設定

組織資料設定

 
建置組織相關資料。(內容會呈現在

登入頁)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按鈕說明： 

 

組織名稱 填寫組織名稱。(輸入的內容會顯示在登入頁面)

組織電話 填寫組織電話號碼。(輸入的內容會顯示在登入頁面)

組織傳真 填寫組織傳真號碼。(輸入的內容會顯示在登入頁面)

組織住址 填寫組織地址。(輸入的內容會顯示在登入頁面)

組織商標 上傳組織商標圖檔。(輸入的內容會顯示在登入頁面)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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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系統設定 - 模組設定

模組設定

 

管理者可在此做模組的整體設定。

只要一設定，組織所有成員皆使用

同設定。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按鈕說明： 

 

電子郵件 設定是否允許成員使用「自動轉寄」功能。

通訊錄 設定是否開放成員自行編修人事資料，與是否呈現成員的相關資料給

他人觀看。(公開的資料會顯示在通訊錄裡)。

公告欄 設定是否啟用「公開公告欄」功能。公開公告欄後；系統會產生一網

址，供使用者將此網址公開給外部非Netask 帳號者觀看。此功能開

啟後，公告發佈者即可在「新增公告」時；將此公告公開出去。公開

後的公告，可利用「IFRAME」 方式將公開頁面插入任何網站的頁

面裡。

行事曆 設定是否啟用「公開行事曆」。開啟後；使用者即可將自己的行事曆

公開給外部非Netask 帳號者觀看。公開方式請參考「新增事項」。

傳閱管理 設定是否使用簽名圖檔。

即時通訊 可下拉選擇；若使用者於一段時間內未使用即時通，系統會自動登出

該使用者。

手機簡訊 可設定是否開啟發送手機簡訊功能給全部或部份組織成員。(此功能

需向手機簡訊業者申請服務方可啟用)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回目錄頁



Netask - 使用手冊_系統設定

以最簡單最直覺的視覺化方式來做部門調整、權限控管、職務分配等人事與

系統方面的管理，而公司行事曆的設計更讓企業能有效發佈企業年度計畫，

讓員工有所依循。 

 

組織架構的設定；首先至「新增」部門裡新增組織所需的部門，接著點選「組織設定 / 組織

架構調整」裡調整部門的階層。 

第十四章 系統設定 - 編輯組織架構

新增/編輯部門

 

點選工具列的「新增部門」或是在任

一組織部門資料夾裡點選「編輯部

門」，即可進入新增或編輯組織部

門。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在所有成員名單下方有兩個功能鈕： 

 

最下方按鈕說明： 

 

部門名 輸入新增部門名。

部門主管 下拉選擇該部門主管。

所有成員名單 列出所有組織成員供你選擇並將其右移至已選取名單。

已選取名單 列出此部門所有成員，可點選任一成員並將其左移至所有成員名

單，將該成員取消。

正職 點選所有成員名單任一成員，再點選正職，則可設定該成員為此部門的正

職員工。(預設所有成員皆為正職)

兼職 點選所有成員名單任一成員，再點選兼職，則可設定該成員為此部門的兼

職員工。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重設 回復為之前的狀態。

調整組織架構

可編輯組織的架構，所有的部門從



 

屬關係都可以藉由此功能來調整。

呈現的部門順序也是由此來調整。 

  

 

編輯組織架構的視窗可分為左右兩塊，左塊為目前組織架構的樹狀圖，右方為操

作的功能，系統管理者可先在左塊點選欲移動的部門(可以利用Ctrl或Shift來做多
選)，再點選右方的操作功能，即可完成操作，任何的變動一定要按下最下方的

「確定」按鈕後才會生效。 

 

下方解釋編輯組織架構的功能鈕： 

 

按鈕說明： 

 

將該部門往上移 將所選取的部門往上移。

將該部門往下移 將所選取的部門往下移。

將該部門往右移 將所選取的部門往右移。

將該部門往左移 將所選取的部門往左移。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重設 回復為之前的狀態。

回目錄頁



Netask - 使用手冊_系統設定

以最簡單最直覺的視覺化方式來做部門調整、權限控管、職務分配等人事與

系統方面的管理，而公司行事曆的設計更讓企業能有效發佈企業年度計畫，

讓員工有所依循。 

 

此介面可用來設定組織的行事曆，任何的設定都會影響全組織使用者的行事曆，例如；系統

管理者可設定某日為休假日，則所有成員的行事曆上都會有該日休假的顯示。管理者可點選

「新增」為全組織新增行事曆。 

第十四章 系統設定 - 整體行事曆設定

整體行事曆列表

 

以列表方式來呈現組織現有行程，

管理者可利用新增、編輯與刪除來

管理行事曆。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按鈕說明： 

 

型態 顯示該行程所屬型態；分有「休假日」與「重要活動」二種。

日期 該行程發生日。

說明 該行程說明。

編輯 點選可編輯此行程。

刪除 點選刪除此行程。

新增 點選可新增行程。

新增整體行事曆

 
點選「新增」後即可新增整體行事

曆，可填寫的欄位有三。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型態 設定為「重要活動」，在成員行事曆上會以文字來「說明」，並標示為整

天活動。(文字會以紫色來標示) 

設定為「休假日」，在成員行事曆上會以文字來「說明」，並標示為休假

日。 (文字會以紅色來標示)

日期 填寫欲設定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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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說明： 

 

說明 該特定日期的訂定原因。

儲存 確定執行此動作。

儲存並新增下一筆 儲存後並新增下一筆。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並關閉此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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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組織成員一起使用的書籤，新增好的書籤會呈現在首頁，供使用者點選 。管理者可在

此「新增與編輯」公用書籤。 

第十四章 系統設定 - 公用書籤設定

公用書籤列表頁

 

以列表方式呈現所有組織中共用的

網路書籤。管理者可利用新增、編

輯與刪除功能來管理書籤。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按鈕說明： 

 

連結名稱 書籤名。

連結網址 書籤的網址。

攜帶參數 點選該連結後會將netask上的帳號或密碼參數帶入連結網站。

編輯 點選後會另開視窗，供管理者編輯書籤。

刪除 刪除此書籤。

新增 點選後會另開視窗，供管理者新增書籤。

新增/編輯公用書籤

 

點選 「新增」按鈕或「編輯」圖

示，系統會跳出此視窗，供管理者

新增與編輯。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連結名稱 輸入書籤名。

連結網址 輸入書籤的網址。

攜帶參數 選擇點選連結後會是否將netask上的帳號或密碼參數帶入連結網
站。



按鈕說明：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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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與系統相關的使用資訊與故障排除等。可檢視的內容有：「登入記錄」、「程式使用統

計」、「硬體資訊」、「通知排程」、「故障排除」、「使用容量」。 

 

第十四章 系統設定 - 系統資訊 

檢視登入記錄_選擇檢視條件

 

檢視登入記錄時，管理者需先選擇所

欲觀看的呈現方式，系統提供三種檢

視方式供管理者選擇。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按鈕說明： 

 

選擇日期 欲檢視的日期。

檢視部門 下拉選擇欲檢視的部門。(檢視內容以部門為單位)

檢視內容 選擇檢視「所有登入記錄」 、 「本日初次登入」或「本日最後登

入」。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重設 回復為之前的狀態。 

檢視登入記錄_觀看登入記錄

 

 
選擇好檢視條件點選「確定」後，系統即會將所選部門成員的登入記錄以列表方

式呈現出來。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部門 成員所屬部門。



 

按鈕說明： 

姓名 成員姓名。

IP 位置 該成員登入的IP 位置。

來自於 該成員登入的來源。

登入時間 登入時間。

回選取頁 點選即可回登入記錄選取頁。 

程式使用強度統計

 

統計各個程式被使用的次數、網路

硬碟裡檔案的流動數量與即時通訊

的傳訊次數。

硬體資訊

 提供主機硬體的相關資訊給管理者。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主機名稱 為 Netask 的 Domain Name (nt.xxxx.com.tw)。

IP 位置 Netask 所在 IP 位置。

處理器 處理器型號。

網路卡 網路卡型號。

記憶體 記憶體總空間。

記憶體用了 記憶體被使用的空間數。

記憶體還有 記憶體還剩餘的空間數。

硬碟空間 硬碟總空間。

硬碟空間用了 硬碟被使用的空間數。

硬碟空間還有 硬碟還剩餘的空間數。



通知排程

 

  

提供所有未送出的通知排程供管理者查看與管理。任何通知，如：公告欄、行事

曆、傳閱管理、即時通...等，只要系統尚未傳送出去，皆會呈現在此供管理者觀

看。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通知 以小圖示來表示系統通知的方式。系統的通知方式分有： 郵
件、 即時通、 手機簡訊通知。

發送人 發送此通知者。通知的發送多半為系統做發送，在此會呈現出 

Netask，郵件通知與即時通傳送手機簡訊則會以發送者本人的名字
來表示。 

人數 此通知所傳送的人數；滑鼠移至人數時，系統會跳出一小視窗呈現所

有接收者的姓名。

模組 發送的模組；使用者建立此通知的模組。

內容 通知內容。

發送時間 該通知設定發送的時間。

重覆 此通知是否為重覆事項；重覆間隔單位以小時算。只有在行事曆裡；

建立重覆事項才會出現。 

呈現方式： 非重覆事項會以0HR 表示，重覆事項若為一個禮拜重覆

一次則會以168HR 表示之。

建置時間 使用者建置此通知的時間。

刪除 刪除此通知，刪除後使用者將不會收到此通知。

故障排除

 

當使用者同時打開Web Mail 與 

Client 端收信軟體並同時收發信件而
造成郵

件帳號被鎖住時；或是系統組織成員變動後卻因為Cache 的關係而看不到更新

時，利用「故障排除」即可隨時解決。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Mail Lock 當成員同時間使用本地端軟體與WebMail 導致信箱卡住時使用。

選取前方的radio button ，接著下拉選擇被鎖住成員姓名，最後



 

點選「執行」按鈕，系統會開始進行解鎖動作。

清 Cache 當系統組織成員變動後，系統仍呈現舊的資料時使用。選取前方的

radio button 接著點選「執行」按鈕，系統會開始進行清Cache 

動作。

使用容量

 

 
可一次檢視所有成員的「網路硬碟」與「郵件空間」的可用與已使用空間的情

形。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部門 成員所歸屬部門。

姓名 成員姓名。

硬碟已用 該成員已使用的網路硬碟空間。

硬碟可用 該成員可使用的網路硬碟空間。

郵件已用 該成員已使用郵件空間。

郵件可用 該成員可使用郵件空間。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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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系統設定 - 匯出匯入

匯出

 

系統管理者可藉由此介面來產生報

表，先選擇欲匯出的成員型態，有

「全部」「在職」「離職」可選

擇。確定後再選擇欲匯出的欄位，

勾選完後再按「檢視」或「匯出」

即可。

 

檢視：將會開啟一新頁來預覽報表。 

匯出：系統將以 CSV 的格式匯出所選擇的欄位。 

共有 選擇全部、中文姓名、英文姓名、分機、個人網站、個人簡介、 生日、身份

證字號、手機號碼、住家電話、編號、戶籍地址、通訊住址、精通的語言、略通

的語言、擅長的軟體、相關認証、專利發明、 其它專長、兵役、薪資轉存帳號、

到職日、性別、婚姻、籍貫(出生地)、個人電子郵件、人事專用備註欄、教育程

度、最高學歷、權限設定 。 

匯入

 

若系統管理者需要一次新增大量的帳

號，尤其是第一次使用Netask，系統管

理者可使用資料匯入的功能，將能為

你節省帳號建置的時間。 

 

您可以直接以*.csv 副檔名的方式來將所有員工資料匯入。請直接下載我們提供

的範例檔(簡易版)，做完修改後再上傳即可。 

若您要匯入的帳號較多，或想要匯入更詳細的資料，請下載範例檔(詳細版)，節

省您的時間。您可以使用Microsoft Excel 快速建立與編輯該範例檔。資料填妥
完畢，請記得儲存檔案。 

(請注意系統接受的檔案格式並非Microsoft Excel 所預設的 .xls 格式，您必須選

擇 .csv 格式儲存檔案，否則將無法順利的上傳) 

若上傳檔案無誤，則按下「確定」後即完成大量成員帳號的新增。 

 



(使用帳號匯入功能時，請注意所購買的版本人數限制，若所匯入的帳號超過版本

人數限制時，則超過的部分將不會匯入。)  

按鈕說明：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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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流量裡，系統提供管理者檢視所有成員的：「手機簡訊發送」、「上傳記錄」、「下載

記錄」。管理者 也可設定這些記錄的方式。 

 

每個檢視內容都不相同，詳細內容分述如下：  

 

第十四章 系統設定 - 檢視流量 

檢視手機簡訊發送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選擇觀看日期說明如下： 

在右上側有日期顯示，預設為當天日期，管理者可點選日期旁的箭頭圖示  來檢視其
前、後一天的流量，也可點選日曆小圖示 來快速切換日期檢視。 

 

上方按鈕說明如下： 

 

發送人 簡訊的發送者，提供發送者的帳號與中文姓名供管理者觀看。

接收人 簡訊的接收者。(若接收者非Netask使用者，則會以空白表示)

接收電話 簡訊的接收手機號碼。

發送內容 簡訊的發送內容。

發送時間 簡訊發送時間。

結果 顯示此簡訊的發送結果，成功以(Y)表示之，失敗則以(N)表示。

刪除 刪除流量資訊，勾選 checkbox 再按刪除鈕，即可將此資訊刪除。(可多選)



檢視上傳記錄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選擇觀看日期說明如下： 

在右上側有日期顯示，預設為當天日期，管理者可點選日期旁的箭頭圖示  來檢視其
前、後一天的流量，也可點選日曆小圖示 來快速切換日期檢視。 

 

上方按鈕說明如下： 

 

帳號 上傳檔案者，提供上傳者的帳號與中文姓名供管理者觀看。

上傳IP 上傳檔案所在IP。

檔案名稱 上傳檔案的名稱。

檔案大小 上傳的檔案大小。

上傳時間 上傳檔案時間。

刪除 刪除流量資訊，勾選 checkbox 再按刪除鈕，即可將此資訊刪除。(可多選)

檢視下載記錄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檔案所有者 檔案所有者，提供該成員的帳號與中文姓名供管理者觀看。

下載者 下載檔案者，提供該成員的帳號與中文姓名供管理者觀看。(若下載者非

Netask使用者，則會以空白表示)

下載IP 上傳檔案所在IP。

檔案名稱 下載檔案的名稱。



 

 

選擇觀看日期說明如下： 

在右上側有日期顯示，預設為當天日期，管理者可點選日期旁的箭頭圖示  來檢視其
前、後一天的流量，也可點選日曆小圖示 來快速切換日期檢視。 

 

上方按鈕說明如下： 

 

檔案大小 下載的檔案大小。

下載時間 下載檔案時間。

刪除 刪除流量資訊，勾選 checkbox 再按刪除鈕，即可將此資訊刪除。(可多選)

設定檢視流量的相關選項

 

所有流量的檢視(手機簡訊、上傳、下

載記錄)皆可設定記錄與否，管理者也

可選擇是否保留檔案備份(上傳、下載

記錄)，設定完成後，只要點選「確

定」按鈕即可完成設定。 

(手機簡訊功能的提供請至「組織資料

設定」來做設定)  

  

回目錄頁



Netask - 使用手冊_系統設定

以最簡單最直覺的視覺化方式來做部門調整、權限控管、職務分配等人事與

系統方面的管理，而公司行事曆的設計更讓企業能有效發佈企業年度計畫，

讓員工有所依循。 

 

 

第十四章 系統設定 - 目前序號

目前序號

 

提供Netask的購買版本及相關資
訊，且若使用人數已滿，可輸入新

的序號來增加使用人數。(若需要新

的序號請與我們聯絡)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按鈕說明： 

 

目前購買帳號版本為 呈現目前的版本人數。

目前已使用 呈現已使用多少人。

目前序號 購買Netask的序號。

Netask 網址 進入 Netask 的網址。

新序號輸入 輸入你新購買的序號。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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